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網路文學這個領域在國內的研究領域中已有相當程度的先遣研究，不過迄今

為止還沒有出現一個標竿性的理論或是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希望深入探討使用

者的觀念，因此採用質化研究法當中的深度訪談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基於研究問題，發展下列的操作性問題： 

 

一、 作者們如何看待網路上的作者權與讀者的詮釋權？ 

 

  在本部分，本研究因操作上的需求，根據文學批評理論重視作者意見以及結

構主義重視作品結構的概念，以及傳統文學尊重作者地位的立場，將作者權區隔

為「決定小說作品的呈現之權力」、「決定小說作品的意義之權力」，以及「對於

出版的看法」三項。同時並加入讀者反應理論的觀點，將讀者對作品的詮釋加入

此部分一併討論。 

  在呈現一項，包括了作品的發表進度、更新的時間、以及情節的安排，本研

究將就網路連載當中常出現的作品「斷頭」現象詢問作者意見。意義部分，是為

作者對於小說劇情與作品中角色的解讀，根據讀者反應理論，讀者會在閱讀作品

時自行對作品提出解讀跟詮釋，本研究將詢問作者對於讀者批評、以及讀者對劇

情之解讀的意見與反應。出版一項，則詢問作者對於網路作品化為實體書發表的

觀感，以及閱讀實體化之後的網路作品的感想。 

 



二、 電子書寫跟傳統書寫的小說，對作者們而言有哪些相異之處？ 

 

  電子書寫跟傳統書寫的小說作品之間的異同，基於 Poster 談論電子書寫時所

提到的觀點，本研究從作者對傳統書寫和電子書寫所表現的態度切入，分為「認

知」、「寫作」、「閱讀」等三個方面。「認知」部分，請作者們比較以傳統的形式

發表的實體書小說作品，以及在網路上發表的網路小說作品，對他們而言有何不

同；「寫作」一項，本研究詢問作者們的寫作習慣，對於手寫稿與電子書寫的看

法；「閱讀」部分，本研究詢問作者們對於傳統文學的實體書作品與網路小說的

閱讀經驗。 

 

三、各式各樣的回饋機制在網路小說的經營當中扮演何種角色？ 

 

  這裡的回饋機制，依照其呈現的樣貌以及訊息的內容，分為「文字訊息」、「數

字訊息」兩類。文字訊息例如留言板、論壇與 BBS 的回覆文章、即時訊息如 MSN，

以及私密的訊息例如個人電子郵件，共四項功能，數字訊息則分為點閱率以及排

行榜兩項。本研究將詢問作者們對這六項回饋機制的使用經驗、重視程度，以及

這類回饋機制作者的心情與寫作所帶來的影響。 

 

四、網路文學社群當中有的權力架構及其運作，在作者和讀者在網路

社群當中的活動經驗裡扮演何種角色？ 

 

  權力運作方面，本研究將權力分為「個人」、「社會」、以及「想像」三個層

級。在個人層次方面，詢問作者們從開始發表作品到經營出一個線上身分的歷

程，以及對於現在自己線上身分的看法。在社會層級，詢問作者們對於握有更多



權力的人，例如審核稿件的機制、以及其他同樣有在發表作品、並具有一定點閱

數的作者、或是表現積極、經常發表意見之讀者、或是網站論壇的管理者的觀感。

在想像方面，則詢問作者們對於目前所活動的網路社群的經營、論壇或 BBS 版

的管理及風氣之意見、與人發生論戰的經驗、或對於論戰的觀感。 

 

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陶振超（1996）引述 Bourdieu 的論點：量化研究是用較粗的筆在描繪事件

的全貌，但常只是觀察到現象而無法探知其背景所存在的影響力。相對的，質化

研究法適合揭露表象底下的意義，可以補充量化研究法所不能提及的複雜之處。

Wimmer & Dominick（2000）提到，量化研究的目標是對人的感覺和行為做一概

括的分類、並找出一般性的規律；但質化研究不同，質化研究是主觀的，每一個

受訪者都可以是研究過程當中的一部份，它的目標是對特定的情況或者事物做出

特別的解釋。 

  深度訪談法屬於質化研究法的一種，具有質化研究方法所具備的優點，亦即

研究者可以在自然環境中觀察受訪者的行為，不會像在實驗或者問卷調查時一

樣，因為有人為因素的影響，而損失無法藉由問卷或者實驗得到的訊息。另外，

質化研究也允許研究者深入探討受訪者，對於拓展以前不曾有過的研究領域，具

有相當程度的幫助。缺點則在於，質化研究的樣本數通常較小，亦即研究結果並

不容易成為通則，並且質化研究的研究結果也容易受到研究者或是受訪者的主觀

意識主導，而有時顯得不夠客觀（Wimmer & Dominick, 2000）。 

  深度訪談法具備下面的特點（Wimmer & Dominick, 2000）： 

一、樣本數較小。 

二、可以提供受訪者特殊的答覆以及詳細的資訊，包括受訪者的意見、價值

觀、回憶、表情、感覺等等資料。 



三、可長時間觀察受訪者表示出來的非語言（nonverbal）訊息。 

四、訪問時間相當長，不像量化研究法當中的訪問通常都只有幾分鐘；而

且，訪問通常也不只一次。 

五、容許不同的問題。使用問卷調查時研究者詢問每個受訪者的題目都相

同，不過深度訪談會容許研究者依照當時情境與受訪者回答問題的情形

提出不同的問題。 

六、可能會受到訪談的情境影響。深度訪談的完整度依照研究者與受訪者之

間關係的程度而定。 

  使用深度訪談法的目的，在於引導研究者進入另一個人的觀點跟世界當中，

它假設每一個人的觀點均是有意義的、可以當成知識去理解，並且還是可以清楚

表現出來的。也可以說，進行深度訪談時，就是要找出存在於別人心中的想法為

何，並且整理出屬於受訪者的故事（Patton, 2002）。 

  若要為訪談方式進行細分，可以分為下面三種：非正式會話性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概略大綱式訪談（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

以及標準化開放式問卷（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非正式會話訪談也

稱為「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這種方法是最開放也最具彈

性的訪談方式，沒有任何既定的題目，題目的內容完全由現場的訪談內容即時產

生，而且從訪談中所獲得的資訊也因受訪者而異。概略大綱式的訪談則會在進行

訪問之前先列出一個訪問的清單，列出幾條受訪者均需回答的問題，不過受訪者

在進行訪談時可以就特定的主題，深入詢問受訪者問題，而不至於偏離原來的研

究主題，也比較容易蒐集到系統性的資訊。標準化的開放式問卷則是列出詳細的

問題，確保每一位受訪者都會透過同樣的途徑取得同樣的問卷、並回答同樣的問

題（Patton, 2002）。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訪談時間自 2007 年 3 月 8 日起至 4 月 8 日止，為期一個月，訪談

對象共 12 人。正式訪談之前並有預訪，預訪的受訪者共 2 人。進行預訪的目的

主要是在於測試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得當，能否適當地運用於研究問題當

中（Wimmer & Dominick, 2000）。進行預訪之後對訪談大綱進行適度的修改，並

依照修改後的訪談大綱繼續進行訪談。 

  抽樣方面，本研究選用的是立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以及「滾雪球抽

樣（snowball sampling）」。所謂的立意抽樣，是研究者根據研究的需要，主觀並

且有意地選擇研究所需的樣本；滾雪球式抽樣法的特點則是受訪者之間通常均會

具有相互連結的網絡關係，因此滾雪球抽樣法又被稱為網絡抽樣（network 

sampling）（陳致中，2002）。由於網路小說的作者數眾多，使得母體難以掌握，

因此本研究採取立意抽樣，主動設定條件，並從國內較大的小說網站當中尋找樣

本。 

  本研究從國內規模較大的網路小說網站「鮮文學網」、「風月大陸」、「小說頻

道」、「冒險者天堂」，以及巴哈姆特網站「特文館」區的使用者中選取作者樣本

訪談。被列為取樣範圍的網站將在第五節加以介紹。選取樣本的條件如下： 

一、發表過一篇以上的長篇作品，且作品必須連載一回以上。 

二、已擁有較明顯能夠識別其身分的讀者群。 

三、擁有參與社群權力結構的經驗，或本身即為社群（如板面、網站或部落

格）的管理者。 

  樣本的取得方式共有三種，一是透過人際網絡利用滾雪球方式獲得的樣本，

二為透過網站公告的公開招募、以及由研究者主動邀約。 

 

第四節 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深度訪談採用 Patton（2002）提及的概略大綱式訪談，訪談前研究

者已準備好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內容包括基本資料、對於作者權與詮釋權的看法、對於電子書寫

和傳統書寫的看法、對回饋機制的看法、以及對於社群與權力運作的看法等五

項，依照詢問的對象是作者或讀者而有細目的差異，並且依照概略大綱式訪談的

原則，訪問過程中可以視情況或是研究需要而對訪談的問題進行修改或是適度的

增減，也可發展出大綱上所沒有的新問題。經過預訪程序並修改大綱內問題之

後，茲將修改後的問題條列如下：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年齡、以及職業。 

（2） 請問您的網齡多久了？一天使用網路幾個小時？ 

（3） 請問您擁有個人網站、部落格或個人板嗎？合計有多少個？  

（4） 請問您寫小說多久了？請談談您的第一部或最喜歡的一部作品，

以及您是怎麼開始寫小說的。 

（5） 請問您最喜歡的寫作題材及類型是什麼？ 

 

二、作者權與詮釋權 

（6） 您認為長篇作品通常應該多久更新一次進度？有過作品斷頭的經

驗嗎？您對作品斷頭有什麼想法？ 

（7） 有沒有被讀者催稿過？請談談您對「被讀者催稿」的感想。 

（8） 您認得常跟您討論作品的讀者們嗎？您覺得他們是怎樣的人？  

（9） 如果有人給您批評，您的感覺是？ 

（10）您對網路小說出書有何看法？  

（11）請談談您心目中「作家」的形象。您覺得網路小說作家跟傳統小

說作家有哪裡不一樣？ 



 

三、電子書寫和傳統書寫 

（12）有人說「網路小說的文章素質比傳統的小說差」，請談談您對這句

話的想法。 

（13）您寫小說時喜歡手寫稿還是直接電腦打字還是兩者皆有？您覺得

它們有什麼不一樣？ 

（14）您覺得網路上有沒有可能出現「曠世鉅作」？ 

 

四、回饋機制 

（15）您發表文章之後，比較期待收到什麼樣的回應？ 

（16）請談談您對點閱數跟排行榜的看法。 

（17）以前發生過有人對正在連載中的作品說過「我希望看到怎樣的故

事」、或是讀者意見跟您的想法有差別的狀況嗎？請談談您對這些

意見的想法。您會不會因為讀者的意見而調整您的作品？會的

話，做多少調整呢？ 

（18）請談談您印象最深刻的讀者回應，以及您對於該回應的處理方式。 

（19）您覺得收到讀者回應對您最大的收穫是什麼？ 

 

五、社群與權力運作 

（20）您覺得自己在網路上是個什麼樣的人？ 

（21）請問您對於網路上的「名聲」的看法。在網站上常會出現所謂的

「大大」，小說網站上也會有「大師」或者「神人」之類的人，您

覺得這種稱謂代表什麼意義？ 

（22）您認為網站應不應該存在審稿機制？為什麼？如果要有，應該由

什麼樣的人來審？ 



（23）對於您目前常去發表作品的這個網站，您覺得如何？網站的管理

跟風氣好不好？ 

（24）請談談您對於「筆戰」的經驗或想法。您認為現在的網站對筆戰

的方針好嗎？網站對筆戰的管制應該要做到什麼程度才適當？ 

 

第五節 研究對象簡介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由國內數個較大的網路文學社群當中透過立意抽樣選擇

得來。以下表列出本研究列為取樣範圍之網站： 

 

表 3-1 本研究取樣網站 
 成立時間 出版 文章傾向 

小說頻道 2001 有 玄幻、武俠、情色 

巴哈姆特特文館 2004 無 網遊、科幻、愛情 

風月大陸 2003/2006 無 情色 

冒險者天堂 2002 有 奇幻、愛情 

鮮文學網 2000 有 奇幻、愛情 

 

  上表的五個網站當中，除巴哈姆特特文館以及風月大陸之外，都是目前國內

規模較大的小說網站。雖無法獲得精確的會員數量，但站內的專欄數與使用者數

量均超出四位數。 

  本研究特別選擇巴哈姆特特文館的理由，在於它是唯一擁有線上審核機制的

網站，並且文章的傾向較為特殊；選擇風月大陸則有兩個理由，一是因為它的管

理方式有別於他站，二是它站內的作品風格是別的網站所不會出現的情色文學。

各網站的簡單文字簡介分述如下： 

 

一、小說頻道（網址 www.nch.com.tw） 



 

  暱稱為「說頻」，是從網站「遊戲頻道」（網址 www.gch.com.tw）之下獨立

出來，專供發表文學作品之用，目前已成為「遊戲頻道」重要的營運項目之一。

網站與出版社合作，發表作品滿足一定條件以上的作者經過審查、可以獲得出版

實體書之權利，網站並兼營線上販售實體書的商業行為。在網站上發表作品的作

者擁有作家專區，網站內也設有排行榜、討論區等各種供使用者流通訊息的服務。 

  是一個綜合性的網站，站內的作品相當多樣化，類型以帶有東方武俠色彩的

小說為大宗，也有推出西洋奇幻風格、或是具有情慾色彩的作品。 

 

二、巴哈姆特「特文館」（網址 article.gamer.com.tw） 

 

  隸屬於電玩社群網站「巴哈姆特」（網址 www.gamer.com.tw），站內採用線

上虛擬角色（avatar）以及虛擬貨幣系統，使用者必須支付一定的虛擬貨幣才可

以閱讀文章。發表作品達到一定數量的作者經過審核之後可以成為「駐站作家」，

亦即較為資深的作者群。文章的發表有審核機制，由駐站作家依照個人意願組成

義務審稿團，欲發表文章的作者需上傳文章之後經過部分駐站作家的認可，文章

才能曝光。即使是資深的使用者，除了部分使用者具備審核稿件之權力以外，所

有使用者的權利均為平等。駐站作家均擁有個人專屬討論板，相關的回饋機制除

討論板、信件之外，也有點閱數和排行榜的設計。網站本身雖有電子報的發行，

但沒有出版機制，所有作品被限制必須與電玩遊戲有關。 

  網站上的作品性質特殊，全部都是衍生性的創作。內容的分類上，則以和網

路遊戲有關的小說為大宗，西洋奇幻類型以及言情小說為多，也有科幻類的作品。 

 

三、風月大陸（網址 www.windmoonland.net） 

 



  該網站所收錄的文章為具有情色內容的文章，網站本身屬於十八禁的網站。

站內採用虛擬的階級制度與貨幣制度，使用者必須支付虛擬貨幣才能閱讀文章，

支付的金額由該文章的作者決定。該網站賦予作者群非常高的權力，作者可以自

由決定作品的曝光、開放與否以及開放所需的價格，乃至於一般使用者帳號的生

殺大權。該網站對於文章的私密性和保護機制非常重視，為防範盜轉文章，網站

本身具有很高的隱匿性與封閉性。站內設有討論板，供使用者交換意見。網站曾

一度關閉，在本研究開始時網站已重新開放。 

 

四、冒險者天堂（網址 www.ezla.com.tw） 

 

  該網站由出版集團「銘顯文化」所建立。由於本身就屬於出版集團，因此網

站的商業意味相當濃厚，網站也兼營線上書店。內容也以具有東方武俠風格的作

品為大宗，也有愛情故事跟西洋奇幻風格作品。其特色是會搭配具有插畫或漫畫

式的封面。網站內的作者分為兩種，一種是有出版實體書的特約作者，另一種是

純發表作品的一般作者，使用者擁有書評專區跟留言板等互動交流機能，並可像

線上遊戲一樣組成公會、經營小型社群。特約作者則有作品專區。除此之外，網

站本身的商業形式是採行多角化經營，除書籍之外也同時發行許多週邊產品。 

 

五、鮮文學網（網址 www.myfreshnet.com） 

 

  網站由出版社「鮮鮮文化」所建（旗下又分數個出版部門，如鮮鮮、鮮歡等），

亦屬於有出版機制的網站。站內採用分流制，有一站、二站、三站的分別，純閱

讀文章者使用一站、作者則使用三站，二站是綜合區。每個登記為「鮮作家」的

作者均配發一個介面類似於部落格的專欄，功能與一般部落格相近，可以上傳文

字作品跟圖像，使用者必須註冊成為網站的會員、並且登入才可以閱讀文章。網



站內的作品概略地分為兩大類，一種是奇幻類別，包括西洋奇幻風格、東方武俠

風格、以及科幻和驚悚作品；另一類是言情小說，除此之外，還收納詩文、衍生

創作等等類目較龐雜的作品。閱讀文章之後可以直接留言回應。網站內對文章沒

有審核機制，也不強制登記擁有專欄的作者一定要出版作品，不過若作者荒廢專

欄過久，站方可能會刪除專欄、做為懲罰。設有付費機制，有專為付費會員所設

的 VIP 功能，例如搶先閱讀熱門作家新書等。網站並定期舉辦徵文、徵圖等各

種活動，尋找可以出版的小說作品以及能夠搭配出書的美術作品，將註冊會員納

入出版機制之下。 

 


